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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西部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

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无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西部牧业 股票代码 30010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梁雷 张泽博 

办公地址 新疆石河子市开发区北一东路 28 号 新疆石河子市开发区北一东路 28 号 

电话 09932516883 09932516883 

电子信箱 liang-lei-100@163.com xbmy_zqb@126.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43,081,009.35 330,920,291.04 3.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74,035.76 -41,616,640.65 104.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991,189.93 -42,602,215.61 102.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608,582.48 40,131,497.86 -151.3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89 -0.1969 104.5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89 -0.1969 10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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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9% -6.99% 7.2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113,297,837.68 1,137,464,935.58 -2.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38,152,771.04 636,278,735.28 0.2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8,49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石河子国有资产

经营（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41.82% 88,378,171  质押 36,779,578 

田其兵 境内自然人 1.10% 2,320,025    

林荣海 境内自然人 0.95% 2,000,000    

余志慧 境内自然人 0.74% 1,570,970    

石河子市天富智

盛股权投资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68% 1,442,601    

朱彩娟 境内自然人 0.66% 1,400,000    

高玲娟 境内自然人 0.47% 1,000,000    

刘茜 境内自然人 0.45% 955,500    

宗金文 境内自然人 0.45% 950,200    

周云根 境内自然人 0.42% 888,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未发现公司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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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是 

畜禽水产养殖业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1 号——上市公司从事畜禽、水产养殖业务》的披露要求 

2019年上半年以来，公司面对当前经营现状，抓住发展时机，挖掘基础潜力，对标同行

先进榜样，加大债权清收力度，抓好下属公司精细化管理工作，提升盈利能力。在2018年度

深化改革后，公司剥离部分养殖业务股权、资产，大量偿还银行贷款，降低资产负债率，降

低金融风险，增强企业竞争力，推行的全员分层次竞聘上岗工作已全部完成、聘请职业经理

人对下属公司进行专业化管理工作也已经完成，在巩固2018年以来改革取得的各项成果基础

上，公司上下团结一心，通过不断努力，最终2019年半年度成功实现同比扭亏为盈。 

（一）公司基本情况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4,308.1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67%；实现营业利

润为250.8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5.96%；实现利润总额为413.0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10.04%；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87.4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4.50%；实现每股收

益0.0089元/股；实现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0.29%；公司总资产达到111,329.78万元，较期

初减少2.12%；净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达到63,815.28万元，较期初增长0.29%。公司

是新疆地区唯一获得国家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许可证的企业，被国家批准为“国家级农业产业

化重点龙头企业”、“国家级学生饮用奶生产企业”、“兵团循环经济示范试点单位”。 

2019年上半年实现乳制品销售收入23,942.58万元，同比增长22.15%；实现饲料销售收入

8,643.79万元，同比增长51.14%。 

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扭亏为盈，主要原因为： 

1、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石河子花园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园乳业”） 

2019年上半年，花园乳业实现营业总收入17,359.6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2.09%；实现

营业利润为319.9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6.04%；实现净利润为465.2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0.71%。花园乳业在保证疆内市场份额的基础上，不断加大疆外市场开拓力度，销售收入、

利润较上年同期提升。 

2、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西牧乳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牧乳业”） 

2019年上半年，西牧乳业实现营业总收入6,586.5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1.55%；实现营

业利润为-924.09万元，比上年同期减亏56.80%；实现净利润为-777.56万元，比上年同期减亏

60.96%。西牧乳业通过优化婴幼儿奶粉产品的配方，对原有配方进行升级，提高了产品的附

加值、调整了产品的结构，提升了产品在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在生产过程中加强流程管控、

质量监控；实行计件工资薪酬制度和绩效考核制度；通过以上措施达到降本增效的目标；加

强质量管理体系、生产工艺的重点培训，公司质量管理能力大幅提升，管理体系不断完善，

顺利通过对内对外的各项检查。同时不断加强市场营销，逐步释放产能，较去年同期实现大

幅减亏。 

3、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泉牲牧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泉牲牧业”） 

2019年上半年，泉牲牧业实现营业总收入8,643.7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1.14%；实现营

业利润为916.5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0.36%；实现净利润为916.5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0.36%。泉牲牧业在生产经营中，注重抓优秀人才，引进先进技术，强化经营管理，注重产

品质量，通过与大型养殖企业和农户结成长期合作关系，保证产品市场占有量。泉牲牧业实

行“稳步走”的方针和“滚雪球”的发展模式，不断强化成本管理，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增加市

场竞争力，同时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提高市场占有率，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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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喀尔万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喀尔万公司”） 

2019年上半年，喀尔万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156.31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2.03%；实

现营业利润为0.2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0.33%；实现净利润为0.2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00.33%。喀尔万公司推行精细化管理，根据市场需求情况及订单安排适时生产，执行精准生

产模式，减少产品积压，降低仓储成本，较去年同期实现扭亏。 

5、公司全资子公司石河子市天源食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源公司”） 

天源公司2019年公司不断加大销售存货的力度，公司制订了全员销售政策，同时，公司

积极与内地大客户联系，洽谈合作销售事宜，加快库存产品销售推进工作，实现存货的销售，

减少产品积压，降低仓储成本，天源公司较去年同期大幅减亏，实现净利润为-221.00万元，

比上年同期减亏-70.15%。 

6、公司2018年度剥离了部分亏损的养殖业务股权、资产，进一步改善了经营管理状况，

大量偿还银行贷款，优化了公司财务结构，对公司2019年半年度经营情况产生积极影响。 

（二）公司在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1、人才匮乏严重制约了公司发展，特别是市场营销方面的人才缺乏，制约公司销售体系

的建设和销售能力的提升，也成为阻碍公司发展的瓶颈环节。目前企业管理创新人才、技术

创新人才、技能操作人才也严重匮乏，现有人才队伍薄弱，成熟人才较为稀缺，人才问题制

约了企业的发展壮大。 

2、乳制品市场占有率及产品创新和研发能力严重不足，新疆地区人口基数较少，但乳制

品品牌众多，市场竞争激烈，导致公司乳制品市场占有率低。公司所处的地理位置距离一、

二线城市较远，对于新产品的研发跟不上节奏，产品创新力度不够，且物流成本较高。无法

有的放矢地推出针对消费者喜好的新品系列产品，让乳制品持续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三）2019年下半年工作思路 

1、坚持以品牌、市场和产品为着力点，全面实现乳制品产业的发展腾飞。 

公司下属“花园乳业”和“西牧乳业”均具备日处理300吨生鲜乳的产能，是新疆唯一具有婴

配粉生产许可的两家乳制品加工企业，也是公司腾飞的发力点。乳制品加工板块要充分利用

现有的资源和优势，发挥牧场近工厂的距离优势，在“鲜”上做文章。公司战略目标以婴幼儿

配方奶粉为拳头产品，以液态奶、酸奶为辅，释放乳制品加工产能，进一步做好品牌推广宣

传，加快市场统筹布局。在生产管理上着重过程管理，切实加强生产流程的监控，加强成本

管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提升产品品质、强化品质管控，加大新产品研发和市场开拓力

度。根据产品结构、消费群体的不同特点，适时调整营销策略，确保市场占有率，提升公司

的核心竞争力，力争实现年利润水平的稳步增长。 

2、夯实基础、提升质量，努力实现饲料产业板块的稳健发展。 

我公司饲料加工能力达到了年产20万吨以上，降低成本增加市场竞争力，提升产品质量

和服务质量提高市场占有率，是饲料加工板块工作的重点之重。在稳定和提高本地区畜牧养

殖单位市场的前提条件下，不断加强新产品研发和对外销售力度，拓展销售区域，积极拓展

沙湾县、玛纳斯县，乃至全疆范围内的牧场。针对外部市场环境不断丰富产品线，与专业的

科研机构合作共同研发创新性饲料产品，不断提高市场占有率。 

3、加大肉制品技术研发投入，油脂制品销售力度，提升产品质量水平和营销能力，切实

保证公司整体效益的提升。 

加大下属天源公司的销售力度，与成熟的营销管理团队合作打开市场销路。同时，立足

于新疆与澳洲优质畜牧产业基地的优势，发挥下属喀尔万公司及浙江一恒牧业两个肉制品加

工企业的产能优势，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努力开拓线上交易系统和线下销售网络，加

快新疆优质的油脂产品、肉制品走向全国市场，加速澳洲优质肉制品落地华东市场，全面提

升企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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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大公司债权清收工作力度，回笼资金，积极化解债务风险 

积极开展债权债务清理工作，公司制定了《新疆西部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清收债

权管理办法》，组建了清收债权专项工作小组，聘请专业律师团队参加债权清收工作。认真

梳理公司债权情况, 摸清底数、落实责任, 制定债权清收工作方案,明确目标任务, 建立债权清

收、诉讼及风险预警机制。在摸清底数的基础上,认真进行风险研判, 主动提升矛盾纠纷化解

能力，最大限度做好公司债权清收工作。 

2019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了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

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文件中重点提出实施“奶业振兴行动”，具体

行动包括加强优质奶源基地建设、升级改造中小奶牛养殖场、实施婴幼儿配方奶粉提升行动。

2019年公司将深入贯彻“一号文件”的精神，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上下团结一心，艰苦

奋斗，同舟共济，全力拼搏，相信公司一定能够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展现新作为，开启

新篇章！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石河子市食上西牧肥牛火锅餐饮有限公司已清算注销，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新疆西部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秦江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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